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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立 淡 水 高 級 商 工 職 業 學 校 108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班 會 通 報 

108（1）學字第 016 號 

週    次 第 十八 週 時    間 108 年 12 月 25 日  13:00 

中心德目 助人 

討論題目 ※新年新期望 

交               待               事               項 

訓育組： 

1. 本週第五節為班會課，第六、七節社團活動暫停上課，普通科二、三年級為班級活動。 

2. 每週二、五早上 7:30辦理朝會，請同學準時到校參加。 

3. 12月 25 日(星期三)日語初級、進階班暫停上課。12月 27日(星期五)正常上課 

4. 訓育組甄選司儀，請一年級同學有意願擔任司儀的同學，可至訓育組報名 

5. 1月 6日至 8日進行 108 學年度上學期週記普查，請各班學藝股長依下表時間收齊週記，依

座號排序，連同檢查紀錄表交至學務處訓育組。除普通科三年級為 4篇以外，其於均需寫

至少 7篇。 

 

日期 1月 6日(一) 1月 7日(二) 1月 8日(三) 

檢查 

科別 
普通科、綜職科 

資料科、會計科、商經科 

園藝科、餐飲科 

資訊科、控制科、電子科 

電機科 

檢查 

篇數 

普科三年級 4篇 

普科一二年級 7 篇 

綜職科檢查家庭聯絡簿 

職科一二三年級 7篇 

 

社團活動組： 

1. 本學期社團課已結束，下學期依原社團上課。 

2. 12/25(三)14:00~16:00 本校 108年聖誕節聯歡活動，社團表演部份有 9 社報名，經抽籤會

議確定為 1.管樂、2.熱舞、3.Breaking、4.吉他、5搖音、6.康輔、7.Locking、8.劇星、

9韓研。取前三名頒發獎金。 

生活輔導組： 

1. 重申未開放騎機車到校，近期商工路海天地反應，本校學生多輛機車停放，該社區道路為

私人土地，並非一般道路，若在停放社區居民將以侵占罪方式提告，以維居民權利。 

2. 請假注意事項: 
本學期 12月~1/16的請假單請於 1/16(星期四)上午 11時前完成並投入假單信箱，逾時不受理！ 

3. 學生專車注意事項： 

本學期未搭乘學生專車的同學，下學期若需搭乘，請至學務處生輔組領取《專車申請

表》，並於 109 年 1 月 3日(星期五)前繳交申請表至生輔組，逾時繳交需視座位餘額並自

109年 3 月 1日才可候補。 

現正搭乘學生專車的同學，12 月 26 日(星期四)放學起車長會在車上傳閱調查表，請填寫調查

表即可，不須重新領取專車申請單填寫。 

申請搭乘者，若下學期搭車名單公告後才改為退搭，仍需支付 109年 2 月份車資！ 
4. 友善校園宣導: 

 (一)反霸凌專線： 

   1.教育部：0800200885 

   2.新北市：1999 

   3.本校：02-86313378 

   4.信箱: ai0352@ntpc.edu.tw 

  (二)我被霸凌了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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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向教官、導師、家長反映 

   2. 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 

   3. 向縣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 

   4. 向教育部 24小時專線投訴 

   5. 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 

 

5.反詐騙宣導：網路搶購限量手機先騙遊戲點數再遭「三方詐騙」 

今年 11 月，新竹市一名鄭姓民眾在臉書上看到朋友轉貼一則新開幕通訊行推出「限量優惠」最新款手

機的訊息，鄭民便立即加 LINE 聯繫購買事宜，事實上這間通訊行是詐騙集團(imp)所假冒，首先佯稱

優惠方案係與遊戲點數業者合作，必須購買遊戲點數並拍照傳送，再指示如超商店員詢問，要回覆遊

戲點數是自己要用的，以免遭到超商限購。鄭民怕錯失優惠名額，因此立即購買遊戲點數傳送。 

接著詐騙集團再向鄭民謊稱因超商系統有問題，退款後請鄭民換家超商重買，鄭民於是提供個人帳戶

並照指示重買。詐騙集團見鄭民配合度高，便食髓知味，再請鄭民幫親友加購，鄭民好意應允，然最

終不但沒有收到手機，還發現個人帳戶遭到凍結，始知除了遭騙遊戲點數，所有匯入個人帳戶的款項

都是詐騙集團利用「三方詐騙」手法，詐騙其他被害人所得來。 

刑事警察局呼籲，網路買賣物品應避免透過 Line、messenger私訊，更要注意切勿輕易提供個人帳戶

給他人，以免無意間落入「三方詐騙」的陷阱，成了幫助詐騙集團洗錢的工具。 

衛生組： 

1.本週重點宣導，務必轉達全班： 
(1) 韓國教育旅行(釜山-首爾)已開始報名，預計出發日期為 109年 5

月 17 日-5 月 23日(7 天 6 夜)，費用為新臺幣 3 萬 1,500 元，請

有興趣的同學至學務處衛生組領取報名表。(需填寫紙本報名表

並掃描 QR-Code上網填寫 google 表單，限額 32名，額滿為

止)。 

2.環境整潔： 
(1) 垃圾場及資源回收室開放時間為 13:50-14:10 或調整打掃時間，如擅入將以校規處分。 

3.健康促進： 
(1) 本學年持續獎勵口腔保健，如有前往牙醫診所進行齲齒治療或洗牙等，可持收據至學務處

衛生組敘予嘉獎一次唷! 

(2) 本校與荷星牙醫(新市國小對面)合作，出示學生證看診免掛號費，僅需部份負擔 50元，

有需要的同學請電話預約~(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 205號  電話：(02)2626-

6070) 

(3) 12月為性教育與愛滋病相關宣導月，珍惜自己，避免危險行為。(如附件 1) 

4.資源回收宣導： 

(1) 紙類≠紙餐盒，請勿將紙餐盒、紙容器投入紙類回收唷！ 

(2) 本校玻璃類回收需付費予廠商，請同學避免使用、重複使用，或帶回家交由清潔隊回

收。 

5.近日學校流感疫情加重，請各位同學務必保持窗戶開啟通風，勤洗手，戴口罩，有發燒或身

體不適請在家休息。 

6.健康中心: 

(1) 近期流感疫情升溫，請同學做好預防流感的措施： 

★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教室環境通風 

★加強環境清潔及消毒(1000ppm 漂白水=100cc 市售漂白水+5000cc 自來水，漂白水擦拭環境後，靜置 15 分

鐘，再以清水重覆擦拭消毒過的地方) 

★監測自己的症狀(有無發燒、肌肉痠痛、咳嗽、頭痛…等)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8D%B7%E6%98%9F%E7%89%99%E9%86%AB&oq=%E8%8D%B7%E6%98%9F%E7%89%99%E9%86%AB&aqs=chrome..69i57j0l4.5000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8D%B7%E6%98%9F%E7%89%99%E9%86%AB&oq=%E8%8D%B7%E6%98%9F%E7%89%99%E9%86%AB&aqs=chrome..69i57j0l4.5000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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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生病不上課原則 

(2) 請尚未繳交視力不良就醫通知單的同學，利用時間到具有眼科的醫院或診所就醫，並

將回條繳至健康中心，本學期視力不良就醫率達 85%的班級，全班給予嘉獎乙支以茲

鼓勵。截至目前為止，全班均未繳交回條的班級如下： 

園藝二甲 電子二乙 電子三乙 控制三甲 普通三丁 

請以上班級，儘速繳交。 

(3) 請收到健康檢查複檢矯治報告回條聯(新生健康檢查有異常項目及牙科檢查異常者)，利

用時間到醫院或診所就醫進行複檢，並將複檢回條繳回健康中心。 

(4)衛教_昆蟲螫傷、咬傷處理： 

★大部分昆蟲的螫傷、咬傷，會造成局部輕微的癢、紅腫或疼痛，症常會持續數小時，

此時基本的應急處置： 

1.用肥皂及清水沖洗被影響的區域 

2.可使用冰敷方式，減輕紅腫及不適 

3.勿搔抓患部，以避免感染 

4.若數日後紅腫與癢的感覺沒有消失或變嚴重，要儘早向醫師求助 

★若局部腫脹疼痛較為嚴重，或產生膿瘍且觸摸感到疼痛，同時有類似感 冒症狀，有可

能為局部感染，需要請醫師進一步診察與治療。 

★被螫咬傷 後如產生水泡，不可將其弄破，以避免感染，水泡通常不會造成疼痛， 除

非破裂；可貼上 OK 繃保護水泡不被弄破。 

★嚴重過敏反應：(如果在身體出現以下反應，則需要緊急的醫療處置) 

1.喘或呼吸困難 

2.嘴唇、喉嚨或眼瞼水腫 

3.頭暈、暈厥或意識混亂 

4.心跳加速 

5.全身性風疹塊 

6.噁心、嘔吐或腹部絞痛。 

7.當出現這系統性反應症狀時，可能是過敏性休克，應儘速至急診就醫。 

 

體育組： 

1. 本學期體育組所辦理之各項體育競賽活動已全數辦理完畢，感謝各位同學配合參與。 

2. 教育部健康體育護照網址為 http://passport.fitness.org.tw/，請同學務必上網登

錄，並多加利用掌握自己體適能狀況。高三同學有需要體適能成績證明者請自行上

網下載列印後至體育組核章。 

3. 本年度 HBL預賽將於 12/24-12/29於高雄舉行，女籃隊各賽程如下，請各師長及同學多多

替女籃同學加油打氣：                 

日期 時 間 轉播 組別 淺 色 隊 ⊕ 深 色 隊 比數 勝隊 備註 

12/24 12:40  女 A組 北一女中 02⊕03淡水商工   高雄中學體育館 

12/25 10:00  女 A組 淡水商工 03⊕16金甌女中   高雄中學體育館 

12/26 10:00  女 A組 北市陽明 05⊕03淡水商工   高雄中學體育館 

12/27 11:20  女 A組 淡水商工 03⊕01永仁高中   高雄中學體育館 

12/28 12:20 FOX 
SPORTS 女 A組 滬江高中 04⊕03淡水商工   高雄市巨蛋體育

館 

http://passport.fitnes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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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11:00 

 

女外一 B5⊕A6   

高雄中學體育館 
12:40 女外二 A5⊕B6   

15:00 女外三 A4⊕一勝   

16:40 女外四 二勝⊕B4   

4. 請同學於體育課借用器材時請確實清點清楚，若有短少或損壞時請立即通知任課教師，如

於器材歸還時再行反應則依器材借用辦法處理。 

5. 近來天氣已逐漸轉涼，請同學於體育課前後注意保暖以免生病。 

6. 體育課期間請同學穿著學校規定之體育服裝，班服或科服謹限於全校活動或各科內舉辦活

動時穿著。 

7. 同學如於校內有拾獲學校體育器材(籃球、排球球體上皆有印製淡水商工或教學專用字樣)

請盡速送回體育組，切勿佔為己用，若經發現將暫停該班級借用器材一周。 

教務處： 

教學組 

1． 109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109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為普科高三期末考，109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二)至 109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為期末考，請導師提醒同學及早準備。 

2． 請普科三年級學藝股長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前收齊下學期指考模擬考費用並繳至

教學組。 

3． 本學期學習扶助已經陸續開課，請導師協助提醒有報名課程之同學，珍惜任課老師之用心

與辛勞，務必準時上課，勿無故缺席，若需請假請告知任課老師。學習扶助仍有經費，若有

上課需求請告知教學組。 

4． 109年 12 月 21 日(星期六)補星期五的課程，1月 4 日(星期六)補星期一的課程，請協助提

醒班上同學準時到校上課並攜帶相關課本。 

5． 普通科一年級下學期多元選修與彈性學習選課紙本志願表預選將於 12 月底發放，109 年 1

月 6日前回收完畢，線上選課日期預訂為 109 年 1月 8日(星期三)第 5節。紙本志願表僅為

預選，選課以線上選課分發結果為主，請同學務必注意選填志願時程，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選修課程之課程介紹教學規劃表將於 12 月 16日(星期一)發放並公告學校首頁，請各班學藝

股長公佈於公佈欄供同學查閱，並一份轉交導師留存。 

6． 期末當週會發下寒假作業單在班級櫃，請學藝股長發給班上同學。若遺失，請自行至學校首

頁列印查閱，不再補發。 

7． 請各班學藝股長於 109年 1月 16日結業式前繳回教室日誌並完成所以簽章。 

8． 夜星陪讀計畫下學期持續辦理，期末時會重新調查意願，請全校同學踴躍參加。 

註冊組 

1．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考生個別報名) 

報名及資格審查時間:  

108年12月23日(星期一)10:00至108年12月27日(星期五)17:00止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42/ 

2．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考生個別報名) 

網名系統練習版開放:108.12.17-108.12.26 

個別報名:108.12.30-109.1.2 

簡章下載: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 

3． 10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至 1 月 2 日(星期四)預計為一年級轉科申請，普科二年級轉組

申請。轉科申請資格為本學期未達記大過(含警告、小過)以上之處份，且該學期之國文、

英文、數學成績及格(含補考及格但不含重補修及格)或學期班級排名在前三分之一才得申

請轉科。轉科考試預計於 1 月 16 日(星期四)辦理。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s42/


 5 

4． 「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中度或重度聽覺障礙考生申請「免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資

格審查」時間自 109 年 1 月 7 日至 109年 1月 8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時止，申請考生

須至甄選委員會網站(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index.php)，登錄相關基本資料後，

列印資格審查申請表（表內須含親筆簽名），併同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或診斷證明書正

本之證明文件，於 109年 1月 8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以掛號郵寄至甄選委

員會(郵寄地址：62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如考生有系統上操作的問題，請提前至註冊組詢問。 

5． 註冊組辦理 109 年大學學測、英語聽力第二次及術科考試報名，請提醒三年級學測報名同

學注意下列日期。 

學測 

(1)寄發考試通知:108.12.19(星期四) 

(2)公佈試場分配表:109.1.3(星期五) 

(3)考試:109.1.17(星期五)~109.1.18(星期六) 

(4)寄發成績通知單:109.2.25(星期二)  

英語聽力測驗第二次 

(1)寄發考試通知:108.11.26(星期二) 

(2)公佈試場分配表:108.12.6(星期五) 

(3)考試:108.12.14(星期六) 

(4)寄發成績通知單:108.12.26(星期四) 

術科考試 

(1)寄發准考證:108.12.19(星期四) 

(2)公佈試場分配表: 體育組:108.12.27(星期五) 

                   音樂組、美術組:109.1.3(星期五) 

(3)考試:體育組:109.1.20(星期一)~109.1.22(星期三) 

        音樂組:109.1.31(星期五)~109.2.3(星期一) 

        美術組:109.2.8(星期六)~109.2.9(星期日) 

(4)寄發成績通知單:109.2.25(星期二) 

6． 109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校系參採「學科能力測驗科目」請至大學甄選委員

會(https://www.cac.edu.tw/star109/index.php)查詢。109學年度大學「大學申請」入學

招生校系參採「學科能力測驗科目」請至大學甄選委員會

(https://www.cac.edu.tw/apply109/index.php)查詢。 

7． 109學年度四技甄審、四技登記分發簡章預計108年12月30日(星期一)預計發放，請學藝股

長於當日至註冊組領取。 

8． 109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各入學管道聯合招生簡章 

入學 

管道 
招生簡章名稱 

發

售 

金
額 

發售日
期 

下載日
期 

備 

註 

四技 
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

學招生簡章 
0 

108.11.2

8 

不售紙

本 

註

1 

四技二 特殊選才入學招生簡章 0 108.12.1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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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0 

不售紙

本 

四技二專 

技優保送入學招生簡章 0 108.12.1

0 

不售紙

本 

技優甄審入學招生簡章 0 

四技 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簡章 150 
108.12.1

0 

註

2 

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招生簡章總則 70 
108.12.1

0 
 

四技二專 
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

學招生簡章 
70 

108.12.1

0 
 

 

註1： 109學年度四技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109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

入學招生簡章及技優甄審入學招生簡章，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8年12月10日在本會網站公

告（https://www.jctv.ntut.edu.tw），供考生查詢及免費下載，不印售紙本。 

註2： 科技校院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僅招收普通高中及綜合高中畢業生(兩者均含應

屆畢業生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有歷年成績單之修業

證明書)。 

9． 一年級學生證已於 11/15 發畢，請各年級同學至悠遊卡公司執行記名作業，以利遺失時，

自行掛失學生證悠遊卡功能。 

10． 大學特殊選才、運動績優等招生訊息，供查閱! 

(1)國立屏東大學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1.6 

   報名網址:https://webap.nptu.edu.tw/oess/default.aspx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單獨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1.16 

   簡章網址: http://aa.npust.edu.tw/npust_student/adas_FS.htm 

(3)國立體育大學陸上、球類、技擊運動技術學系學士班單獨招生資訊，報名  

   日期至 109.2.4 

   簡章網址: http://192.83.181.141/NTSU/RecPortal/index.aspx 

(4)國立台東專科學校二年制「園藝暨景觀副學士學位學程」公費專班招生，   

   報名日期至 109.2.14 

(5)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原住民專班」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2.17 

   招生網站: http://192.83.181.141/NTSU/RecPortal/index.aspx 

(6)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漁業公費專班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2.19 

   招生網站: https://ada.nkust.edu.tw/ 

(7)國立臺東大學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2.27 

   招生網址: https://enrl.nttu.edu.tw/ 

(8)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原住民專班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3.11 

   招生網址: http://schinfo.cufa.edu.tw/net_origin/ 

(9)真理大學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3.11 

   招生網址: https://admissions.au.edu.tw/ 

http://aa.npust.edu.tw/npust_student/adas_FS.htm
https://enrl.nttu.edu.tw/
https://admissions.a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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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專班單獨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4.8 

招生網址: https://enrl.nttu.edu.tw/ 

(11)景文科技大學運動績優單獨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4.24 

(12)靜宜大學「原住民專班」招生，報名日期至 109.5.13 

   簡章網址: http://web.pu.edu.tw/~pu1470/ 
11． 新增獎學金公告-獎學金相關訊息，請洽註冊組幹事張裔誼小姐。相關訊息到本校全訊校

務系統內獎助學金查閱！ 

(1) 「108學年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獎學金」~校內申請日期至 108.12.21 

12． 獎學金相關訊息公告於班會通報、校務行政系統/獎學金公告

(http://csv.tsvs.ntpc.edu.tw/award/stuaward.asp)及教育部「圓夢助學網

http://helpdreams.moe.edu.tw/，請同學務必注意以爭取自身權益。 
 

設備組 

1． 班級的教學擴音機，請同學不要私自接線，以免與全校原有的廣播訊號混在一起，造成他班

的教學干擾。 

2． 班級投影機遙控器(View Sonic)若無法使用，應為遙控器已自行鎖住 ID，此時請先按住遙

控器左下方的「ID SET」鈕，再按住右下方的「8」鈕數秒，直到遙控器指示燈亮燈，便可解

鎖遙控器。 

3． 「109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已開放集體訂購，簡章每本 100 元，請欲

購買的同學於 109年 1月 13日(星期一)中午 12點前至教務處設備組陳思豪先生處登記。集

體訂購時間結束後需再加購簡章者，請於 109年 3 月 9日(星期一)後自行至教務處設備組購

買。 

實研組 

108寒假暨 1082下學期重補修預計時程如下: 
(1)繳費時間:108年 12月 26日至 109年 1月 3日 

(2)寒假上課日期:1/31.2/3.2/4.2/6.2/7，上午 8-12時.下午 13-16時。 

(3)下學期上課日期(暫定):2/24-5/14，下午 4-6時。 

 

試務組 

1.輔導室已業於 108年 12月 6 日(星期五)舉辦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操作種子學生   

  培訓計畫，當天 PPT已放置於學校首頁最新消息，供各位師生參閱。 

  備註:系統操作須使用新北市校務系統學生帳號密碼進行操作，如忘記密碼的  

       同學請提前向導師申請復原密碼。 

2. 因應 108課綱，一年級學生須於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學生上傳課程學習成果及  

   多元表現，課程學習成果每學期至多上傳件數 8件，多元表現每學年至多上 

   傳件數 15件。 

   學生課程學習成果上傳時間為:108年 12月 6日至 109年 1月 2日 

   學生多元成果表現上傳時間為:108年 12月 6日至 109年 2月 28日 

   任課老師認證學生課程學習成果:108年 12月 6日至 109年 1月 16日 

   備註: 課程學習成果一經認證即無法退回，請老師留意檢視該成果是否為學    

         生在您課程上的學習成果，確認無誤再進行認證。另外，多元成果表  

         現無須任課老師認證。 

https://enrl.nttu.edu.tw/


 8 

         請導師協助提醒貴班學生於規定時間進行資料上傳。 

 

 

 

 

 

 

 

 

 

 

 

 

圖書館: 

1.中學生網站舉辦 1081015梯次閱讀心得寫作與 1081031 小論文競賽得獎名單皆已公告，同學

可至學校首頁榮譽榜或中學生網站點入欣賞佳作；本梯次獲得特優與優等的同學將可領取獎學

金 1份，請密切注意圖書館發出的通知並立刻來領取！下一梯次競賽投稿時間：閱讀心得 109

年 2月 1 日至 3 月 15日；小論文 109年 2月 1日至 3月 25日。請同學及早準備！ 
 

2.圖書館 2樓內部討論區與自主學習區現正進行活動隔間工程，除書庫正常開放借閱以外，欲

使用圖書館場地上課的班級請務必事先確認。工程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請同學出入時務必

注意安全。 

 

3.新北市教育局推動「多元閱讀」活動，補助各班訂閱雜誌或報紙，請同學可於班會時間定期

討論並記錄心得於學習單上，每學期每班請務必繳回至少 3篇學習單。有需要空白學習單者可

至圖書館櫃台領取。 

 

4.圖書館一樓(健康中心對面)及二樓(書庫入口)皆設置閱讀角落，過期雜誌或未編目書籍皆供

師生自行取閱，歡迎多加利用！ 

 

5.圖書館徵求長期義工，學期末會發給服務證明，歡迎找主任洽談！ 

實習處: 

109年度工業類與商業類在校生檢定報名表件將於 108.12.26(星期四)前截止。請協助提醒學

生儘早繳交。所需資料如下:如附件 2、3 

1.報名表(請考生仔細核對確認報考職類、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姓名…等正確性，若無

誤，在報名表下方請考生簽名) 

2.相關申請文件之申請書資料與證明文件影本 

※工業類(餐飲科、園藝科、電機科、電子科、控制科、資訊科)請繳交至各科技士佐，由技士

佐請點無誤後，再繳至實習處就業輔導組。 

※商業類(商經科、會計科、資料科)請導師協助實習股長繳交至實習處就業輔導組。 

 

員生社: 

1. 請一年級利用班會課討論服裝滿意度(全班均要表示滿意、普通或不滿意等意見)，服裝滿

意度調查表已放至學務處各班班級櫃，調查完後請於 12/26（四）將調查表交給合作社 

本通報由班長宣讀並列入紀錄後，公佈在班級公佈欄。  宣讀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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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三大傳染途徑                     

一、 性行為 

不安全的性行為： 

愛滋病毒主要透過黏膜組織的接觸與體液的交換而傳染。而愛滋病感染者的精液或陰道分泌液中

含有高濃度的病毒。進行任何性行為時，若沒有使用保險套，病毒便可透過體液經由陰道、陰

莖、直腸或口部等黏膜組織進入人體。 

預防經由性行為感染愛滋病毒的有效方法： 

就是不發生性行為，或全程正確地使用保險套。 

二、 血液感染 

1. 輸進或接觸被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血液製劑。 

2. 與感染愛滋病毒之靜脈藥癮者共用注射針具或稀釋液。 

3. 接受愛滋病毒感染者之器官移植。 

三、 母子垂直感染 

感染愛滋病毒的母親在妊娠期、生產期或餵母乳時這三階段都可能將病毒傳染給嬰兒。懷孕的女

性皆需要做產前檢查。若有感染愛滋的狀況，媽媽及時的診斷與服藥，皆可有效降低傳染給嬰兒

的機會。 

 

 

 

 

 

 

 

 

 

 

 

 

 

 

 

 

 

 

 

 

 

 

 

 

 

 

 

摘自：衛生福利部網站 

附件 1 

 



109年度在校生工業類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粗框內應檢人請勿填寫）

報檢職類代號及職類名稱(請參閱簡章附表１)

職類代號 職類名稱 職類分項

13600(範例)
請核對

造園景觀(範例) 請核對 

檢定

區別

學術科全測 

姓名 陳淡水(範例)
請核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R123456789(範例)
請核對 

生日 1060103(範例) 電話 住宅：02-26203930

手機：0922-123123 (範例)(請核對)

英文

姓名
CHEN,DAN-SHIU 漢語拼音法(若要修正請用紅筆更正後簽名確認)

填寫時，需與護照、技術士證相同，並檢附影本對照。（範例）LIN,JYUN-LIANG，

無填寫時（由報檢學校逕以漢語拼音轉換）

戶籍

地址

251新北市淡水區埤島里13鄰商工路307號(範例)
請核對身分證後面之里鄰

校名 淡水商工 科

別

園藝(範例) 年

級

二(範例) 班

別

乙(範例)

測試協

助需求

□身心障礙者 □學習障礙者 依需求另填協助申請表，無需求者免填

特定對

象身分

□原住民 □身心障礙者 □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 □中高齡非自願性失業者 □更生受保護人

□長期失業者 □獨力負擔家計者 □中低收入戶 □受貿易自由化衝擊產業之勞工

特定對象申請免繳費者，請繳交免繳費申請書

部

別

日間部 學

制

□職業學校 □進修學校 □實用技能班  □建教班 □五專 □二專 □軍事院校

□綜合高中  □高級中學    □大專院校    □其他 (務必勾選職業學校)

實貼【身分證正面】影印本

影印需清晰，不得模糊

外僑學生請黏貼

【居留證】影印本

請牢固黏貼

實貼【身分證背面】影印本

影印需清晰，不得模糊

請牢固黏貼

本人同意詳實填載本表所示各項資料及附件；另同意勞委會與受託單位基於考試事務、

統計分析、證書發放與相關訊息之必要，本人所提供之個資得為蒐集、處理及利用。 

報檢人核對簽名： (此處務必要簽名)
資格審

核結果

□ 資格符合  □ 准予免試學科  □ 准予免試術科  □ 資格不符，原因：

參檢學校

初審核章

分區召集學校

複審核章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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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基北區在校生工業類暨商業類丙級專案技能檢定報名作業 

◎校內報名作業期程 

一、報名表將於 10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四)前，陸續發放到各班。請同學們先準備以

下相關文件與資料(煩請科主任、導師、任課老師、實習股長、小老師協助提醒) 

 

 項    目 說    明 備註 

1 身份證影印本 (1)正反兩面 

(2)清晰無缺損 

 

2 報名費 

(特定對象免繳費者，請參閱

四、其他事項說明) 

依 109 年度全國檢定收

費標準 

室內配線 NT 2,500 元 

工業配線 NT 1,940 元 

工業電子 NT 1,870 元 

電腦硬體裝修 NT 1,570 元 

園藝 NT 2,870 元 

造園景觀 NT 3,650 元 

中餐烹調(葷)NT 2,060 元 

烘焙食品(麵包)NT 1,915 元 

門市服務 NT 1,140 元 

會計人工 NT 670 元 

僅考學科者皆 NT 340 元 

3 其他相關申請書之文件   

 (1)申請免術之應檢人 成績單影印本 ＊只考學科者。 

(2)申請特定對象補助者 

特定對象補助申請書 

(附件 3)一定要雙面列印 

＊報名日期一律書寫 109.01.08 

＊戶籍地址務必與身分證後面一致 

＊塗改部分須簽名，字跡潦草會被

勞動部退件 

身份證影印本 ＊正反兩面 

＊清晰無缺損 

其他佐證資料  

※原住民 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3 個月內) 

※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證件正反兩面影本 

※低收、中低收入者 109 年度低收、中低收證明文件 

臺北市(影印本正反兩面、清晰) 

新北市(正本) 

存摺正面影本 本人帳戶(退費使用) 

(3)申請協助學術科需求 

申請書(附件 5)  

證明文件正反影印本 

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或符

合特殊教育法第 3 條障礙類別之鑑

定證明正反影印本 

 

  



二、請各班實習股長於 108.12.26(星期四)前收齊以下資料: 

1.報名表(請考生仔細核對確認報考職類、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姓名…等

正確性，若無誤，在報名表下方請考生簽名) 

2.相關申請文件之申請書資料與證明文件影本 

 

※工業類(餐飲科、園藝科、電機科、電子科、控制科、資訊科)請繳交至各科技

士佐，由技士佐請點無誤後，再繳至實習處就業輔導組。 

 

※商業類(商經科、會計科、資料科)請導師協助實習股長繳交至實習處就業輔導

組。 

三、實習處將進行後續審查相關資料確認與補件作業。 

 

四、其他事項說明 

1.特定對象補助者，若已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原住民: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3 個月
內)、身心障礙生者:身心障礙證件正反兩面影本、中低、低收入者: 109

年度低收、中低收證明文件)，審核通過後將進行退費。 

 
2.中低、低收入者，因跨年度的問題，109 年度證明文件無法在期限內繳交者，如同

往年繳交申請書、報名費、存摺帳戶影本，以利後續作業。 

 

3.特定對象補助申請， 

一年級學生應尚未申請，較無虞慮 

二年級學生需至技檢中心的「特定對象補助查詢作業系統」

https://eservice.labor.gov.tw/cla/clas/CLAS105Q.aspx 

 

※同一職類不可重複補助(若之前報檢不及格者，109年度再次報名同職類，僅能

補助證照費) 

https://eservice.labor.gov.tw/cla/clas/CLAS105Q.aspx

